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國民中學童軍教師為「童軍教育在九年一

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發展之意見」調查對象，探討個人

背景、學校背景對實施意見的影響，採用問卷調查法，獲致 317

份有效問卷，以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t 考驗、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進行統計，瞭解各變項之間的差異。 

本章就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施程序與資料處

理等，分節加以敘述。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研究中自變項分為個人背景與學校背景二大項。依變項包含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綱要與教師専業知能二部分，旨在瞭解自變項

各因素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實施意見的影響。關於本研究的研究

架構，如下圖：   

 
自變項 

個人背景：性別、擔任童軍科之

教學年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累

計進修時數、教學専長領域、大

學畢業科系、最高學歷 
 

 
學校背景：學校規模 

 

 

 

 

 

 

 

依變項 
綜 
合 
活 
動 
學 
習 
領 
域 

童軍教育課程對九年一貫

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綱要可達成的程度：分為

基本理念、課程目標、第

四階段能力指標及基本能

力、指定內涵四個層面 
 

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

専業知能可達成的程度 

 

圖3-1-1  童軍教育在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發展之意見調查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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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架構中分為自變項與依變項；各變項主要因素內容如下： 

 

壹、 自變項為： 
 
一、個人背景： 

此部份乃為了解受試教師的相關背景資料，包括：性別、擔

任童軍科之教學年資、曾經研習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進修時數，教學專長領域、大學畢業科系及最高學歷。 

 
二、學校背景： 

    此部份乃為了解受試教師任教學校規模之資訊。 

 

貳、依變項分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綱要與教師専業知能兩部分 
 
一、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綱要部分： 

將問卷內容分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基本理念、課程目標、

第四階段能力指標及基本能力、指定內涵等四個層面的內容來探

討，期望瞭解受試者認為童軍教育課程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綱要

可達成程度的情形。（見附錄一） 

 
二、教師専業知能部分： 

問卷調查內容分為十個題項，調查童軍教師對綜合活動學習

領域教師専業知能可達成程度的情形。（見附錄一） 

 

 
 

 57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是以台灣地區公立國民中學任教童軍教育科的教

師為研究範圍，茲將母群體及取樣過程、樣本概況說明如下： 

 

壹、母群體 
 

本研究係以台灣地區（包含台北市、高雄市、台灣省，但不

含澎湖、金門、馬祖地區）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任教於公立國民

中學童軍教育科教師為母群體，且不論是否為合格專任童軍教育

科教師，只要配有童軍教育課程四小時的教師，均在研究和取樣

的範圍，再者由於台灣地區國民中學童軍教育科合格教師，及配

課擔任國民中學童軍教育科教師人數無法確實取得，因此以學校

班級數為依據來推估本研究的母群體。 

 
貳、樣本 
 

本研究採分層取樣法，將台灣地區分為台灣省、台北市及高

雄市。其中在台灣省部分，除澎湖縣外，將之分層為北、中、南、

東四區，然後再將北、中、南、東四區所佔有的班級數比率，乘

以本研究預抽取樣本四百人，即為台灣省各區的取樣人數。而在

台北市、高雄市，亦分別將其所佔有的班級數比率，乘以預抽取

的樣本數，即為台北市、高雄市的取樣人數。有關本研究樣本取

樣各層級人數依據表，如表 3-2-1 所示。 

在決定抽樣總數及各地區的取樣比率後，研究者基於本身的

財力與人力因素，先選取並聯絡各地區熟識的教師、系友，再透

過隨機取樣方式，詢問該校中符合研究對象的教師人數，全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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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受試樣本，並請系友或教務處協助問卷施測。本研究共對 152 所國

民中學的童軍教育科教師進行施測，其中台北市有 18 所學校，高雄市

有 10 所，台灣省有 124 所，正式施測學校請見附錄二。 

 
表 3-2-1  本研究樣本取樣各層級人數依據表 

 

 校數 班級數 班級數比率 抽樣人數 
台北市 57 2955 12.09 48 
高雄市 33 1781 7.29 29 
台灣省 589 19710 80.63 323 

北區 185 7893 32.29 129 
基隆市 13 407 1.66  
台北縣 60 3907 15.98  
桃園縣 46 2036 8.33  
新竹市 11 457 1.87  
新竹縣 26 505 2.07  
苗栗縣 29 581 2.37  

中區 197 6573 26.89 108 
台中市 23 1056 4.32  
台中縣 42 1837 7.51  
彰化縣 38 1539 6.30  
南投縣 31 639 2.61  
雲林縣 30 744 3.04  
嘉義市 8 270 1.10  
嘉義縣 25 488 2.00  

南區 141 3992 16.33 65 
台南市 19 880 3.60  
台南縣 40 895 3.66  
高雄縣 43 1278 5.23  
屏東縣 39 939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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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續上頁 

東區 66 1252 5.12 21 
宜蘭縣 22 525 2.15  
花蓮縣 23 435 1.78  
台東縣 21 292 1.19  

統  計 692 24446 100﹪ 400 

 
 

 

參、問卷施測 
 

 問卷以郵寄方式，寄達各施測學校，問卷實施程序如下表 3-2-2。 

 
表 3-2-2   問卷實施程序時間表 

 

時間                實施事項                 

九十一年一月      依據文獻內容編制問卷 

  九十一年二月      問卷初稿完成 

  九十一年三月      徵詢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意見 

  九十一年四月      問卷預試並製成正式問卷 

  九十一年五月      聯絡各施測學校 

  九十一年六月      寄發問卷至各校 

  九十一年九月      問卷回收與資料處理 

  九十二年一月      資料分析與結果整理 

九十二年五月      提出結果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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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方式，期望從中瞭解目前台灣地區的國

民中學童軍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實施後童

軍教育發展的看法。在研究中所使用的問卷為研究者自行編製，

問卷內容以文獻探討的範圍為依據而形成本問卷內容部分。以下

將說明問卷編製的過程。 

 
壹、編制依據 
 

首先研究者依據「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童軍教育及綜合

活動學習領域的相關文獻等，發展「童軍教育在九年一貫課程『綜

合活動學習領域』發展之意見調查問卷」初稿，隨即委託專家學

者及國中童軍教師進行專家內容效度，針對問卷架構、內容進行

修正，以建立本問卷之內容效度；問卷經徵求專家意見修正後，

即進行預試；預試問卷回收後，依據童軍教師意見加以修正定搞。 

 

 

貳、問卷內容 
 
本問卷由三部分所構成：第一部份為基本資料；第二部份為

童軍教育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發展之意見調查表，分為童軍教育

課程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網要可達成的程度與童軍教師對綜合活

動學習領域教師専業知能可達成的程度兩大項，採六點量表，為

封閉式類型；第三部份為童軍教育內涵編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

適合性：包括童軍教育內涵的實施現況、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

重要性及適合編入之主題軸意見調查表，採四點量表。該問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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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預試後加以修正而編製成正式問卷再實施。茲將各部分內容說

明如下： 

 
一、基本資料：共分為七項，茲將各項內容說明如下： 

1、教師性別： 

分為男、女。 

2、擔任童軍科之教學年資： 

分為四群：5 年以下、5~10 年、10~20 年與 20 年以上。 

3、曾經研習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進修時

數：分為五群：0 小時、1~9 小時、10~18 小時、19~30

小時與 31 小時以上。 

4、教學専長領域： 

分為三群：童軍是第一専長、童軍是第二専長與専長為其他

科目。 

5、大學畢業科系： 

分為兩群：師大公訓系與其他科系（包括師大及一般大

學）。 

6、最高學歷： 

分為四群：碩士（含教學碩士班）、四十學分班、大學與

其他。 

7、學校規模： 

分為四群：26 班（含）以下、27~44 班、45~62 班與

63 班（含）以上。 

 

二、童軍教育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發展之意見調查表：分為

童軍教育課程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網要可達成的程度

與童軍教師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専業知能可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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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兩大項。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網要部分計有三十個

題項，（略，見附錄一，問卷內容第二部分）而綜合活

動學習領域教師専業知能部分計有十個題項（略，見附

錄一，問卷內容第二部分）皆為封閉式類型，採六點量

表。計分方式，答「完全達到」者給 5 分；「大部分達

到」者給 4 分；尚可給 3 分；少部分達到給 2 分；完全

未達到給 1 分；無法判斷給 0 分。最後累計該題項之得

分，再進行資料分析與整理。 

 
三、童軍教育內涵編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適合性意見調查表：分為 

童軍教育內涵實施現況、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重要性及適 

合編入之主題軸。計編列六十一個童軍教育內涵的題項探 

討教師對此等題項的實施現況、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要 

性及適合編入之主題軸的意見。六十一個題項如下：（略， 

見附錄一，問卷內容第三部分） 

 
 

 
 
 

第四節   實施程序 
 

壹、問卷預試 
 

問卷內容徵求專家意見修正後，即進行預試。預試對象係選

自台灣地區各縣市公立國民中學童軍教師 40 名，徵詢對本研究問

卷之意見。問卷預試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中旬完成，預試様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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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及回收概況如表 3-4-1，寄出預試問卷 40 份，回收 35 份，有效

問卷 30 份，回收率 87﹪。從預試所得資料加以檢測問卷內容的

適合度，進行問卷題目的效度檢定，始編成正式的問卷。 

 

 

 

表 3-4-1   預試樣本分布與回收概況 

 學校名稱 發出份數 回收份數 廢卷 有效份數 
台北縣江翠國中 4 4 0 3 北 

區 台北縣新埔國中 10 6 0 6 
台中縣光復國中 5 5 0 5 中 

區 台中縣北勢國中 4 3 1 2 
高雄縣林園國中 7 7 2 5 南 

區 高雄縣彌陀國中 2 2 0 2 

台 
 
灣 

 
省 

東 
區 花蓮縣玉里國中 2 2 0 2 

台北市 台北市天母國中 2 2 0 2 

高雄市 高雄市正興國中 4 4 1 3 

總   計  40 35 4 30 

 

 
貳、問卷之效度 
 

根據文獻發展「童軍教育在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發展之意見調查問卷」初稿後，於民國九十一年四月間，委

託童軍教育、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專家與國中童軍教師針對題目的

適切性，內容的代表性進行建議，修正問卷，以建立本問卷之內

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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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 
 

問卷回收經整理後，將所蒐集到的資料以電腦套裝軟體 SPSS 

進行資料分析，以求得本研究各假設中所欲探究的結果。茲將所

採用的統計方法分述如下： 

 
壹、百分比： 
 

用以表示受試者的基本資料與各題填答比例，以了解各題填

答反應情形。 

 

貳、平均數： 
 

用以了解受試者在問卷第二部分各題項可達成的程度與在問

卷第三部分各題項的實施現況及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重要性之

情形。 

 
參、t 考驗（t-test）： 
 

用以分析受試者認為童軍教育課程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綱要

及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專業知能可達成的程度，是否因受試者

的性別、大學畢業科系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肆、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用以考驗受試者認為童軍教育課程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綱要

及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專業知能可達成的程度，是否因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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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者的曾經研習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進修時數、

教學專長領域、最高學歷、擔任童軍科之教學年資、學校規模不

同而有顯著差異。若達.05 顯著水準，則進一步以薛費法（Scheffe 

method）進行事後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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